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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茜·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的三维批判及启示

———以性别不平等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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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雷泽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视域中运用总体性的方

法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在她看来，制度化的性别分工所造成的分配不公

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政治结构上起点的不公造成的错误代表权导致了女性在公共协商与民主决策制

定中的失语或边缘化; 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所造成的错误承认导致了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尊重与承认，

身份和价值遭到贬抑，最终建构了其独创性的三维性别正义理论，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发展。这启示

我们，性别平等的实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克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赋予女性更

多的代表权，重构文化规范，努力促进女性主义运动走向国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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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茜·弗雷泽( Nancy Fraser，1947—) ，是美

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政治哲学教授、法兰克福

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美国新马克思主

义的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以及批判理论在美国

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在新世纪的杰出代表，弗雷泽将女性解放问题置

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历史境遇中，运用多元主义

的方法剖析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她看来，

制度化的性别分工、政治结构上起点的不公、制

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分别使女性遭受

到了经济上的分配不公、政治上的错误代表权和

文化上的错误承认，最终建构了其独创性的三维

性别正义理论，从而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三

维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 制度化的性别

分工

与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弗雷

泽也认为性别分工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这种不

合理的分工所造成的分配不公导致了女性对男

性的经济依赖。虽然性别分工并不是资本主义

的发明，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得到了制度性的

支持，并且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了新

的不同形式: 在工业化早期，其主要表现为有酬

生产劳动与无酬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性别分

工，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则主要表现为有酬

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工，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时期，全球性别分工则呈现出劳动力女性化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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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酬生产劳动与无酬社会再生产劳动①

之间的性别分工

弗雷泽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压迫

根源于社会再生产从属于利润生产的制度。”［1］

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来讲是阶级社会，其本质

特征是一小部分人依靠剥削大多数雇佣劳动者

来积累私人财富。而在弗雷泽看来，这一本质特

征正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

顽固的歧视。性别不平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

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

却使这种不平等变得更为严重，并且发明了新的

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别歧视形式。这种得到资本

主义制度支撑的性别歧视，将利润的生产与社会

再生产分开，利润的生产劳动成为男性的专属，

社会再生产劳动则分派给女性，并使其成为不被

赋予市场价值、从属于利润生产的女性“天职”，

也即有酬生产劳动与无酬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

出现了性别分工。
弗雷泽认为，这些由女性所从事的社会再生

产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延伸，是资本主义利润

生产之所以可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性条件，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她在

《资本与照料的矛盾》一文中所言，“那些生育和

抚养子女，照料朋友和家人，维系家庭和更广泛

的无酬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对于付薪劳动的存在、
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的功能而言是绝

对必要的。如果缺少家务劳动、儿童抚养、学校

教育、情感照料，缺少大量其他有助于产生新一

代的工人，同时有助于维持社会联系和共享理解

的活动的话，上述这些活动( 付薪劳动、剩余价值

的积累和资本主义功能的发挥) 就不会存在。”［2］

然而，至少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就将

工作场所和家庭分离开来，将社会再生产劳动与

利润的生产劳动分开。男性被派去从事生利润

的生产劳动，而女性则被安排在家庭中从事无酬

的生育、养育、照料家人等社会再生产劳动。先

前，女性劳动在人类一般劳动中的地位是被承认

的，但现在再生产劳动被分离出去，移交给一个

新制度化的家庭领域。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女

性在“爱”和“美德”中从事社会再生产劳动，并且

不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也常常不被给予报酬，

而男性所从事的利润生产劳动却获得了货币补

偿。因而，在家庭这一领域中，社会再生产劳动

的重要性被掩盖、被拒斥了。这样，资本主义社

会也就为新的现代形式的女性从属地位创造了

制度性的基础。于是，“在这个金钱是权力之首

要媒介的社会里，由女性所从事的无报酬的社会

再生产工作的事实揭示了一个问题，即那些从事

社会再生产工作的女性在社会结构上屈从于那

些挣现金工资的男性”［3］。也即是说，这种无酬

社会再生产劳动和有酬生产劳动之间的性别分

工通过给男性劳动支付工资的形式使得他们具

有支配、控制女性劳动力的权力，这奠定了女性

依赖于男性的物质基础。弗雷泽认为，在资本主

义社会，女性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仅仅被视

为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和手段，因为资本家并未

为女性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支付报酬，并且

通过对男性劳动力的占有间接占有了女性的劳

动力。这种得到资本主义制度性支持的有酬劳

动和无酬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性别分工否定

了社会再生产劳动在经济生产中的价值，使女性

遭受着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导致了她们对男性的

从属，也忽视了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因而是不合

理的。
( 二) 有酬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工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深入发展，大量妇女和

儿童被招募进工厂，他们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

力市场。在弗雷泽看来，这虽然改变了传统的

“男性作为家计负担者、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分

工模式，但却使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中，即使在有报酬的劳动中，女性承

担的往往也是一些低报酬的服务业和护理业等

工作，而男性主要从事的是高报酬的生产性和职

业性的工作。就两性的工资报酬而言，女性的工

资水平比男性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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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雷泽认为，社会再生产劳动不仅仅是指生育、养育孩子等塑造人的活动，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还包括照料家人、
烹饪、清洁等家务劳动。



国，尽管有同工同酬法案、反性别歧视法案，可女

性所挣的计时工资仍保持为男性平均计时工资

的 75%左右。尽管美国一直在推进同工同酬法

案，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8

年美国平均性别工资差距约为 19．5%，女性平均

收入仅为男性的 80．5%［4］。而对于一些已婚的

女性而言，由于家务劳动的羁绊，她们比男性更

多地从事半日制或兼职的工作。并且，她们的就

业也很不稳定。因为资本主义一直是把女性当

作次要劳动力来对待的，当存在劳动力需求，同

时雇主又面临男性工人要求工资上涨的威胁时，

雇主才会招募女工。而在需求下降和失业增加

的萧条情况下，女性又会成为多余的人。因而在

弗雷泽看来，资本家招募大量女性进入工厂，并

不是要使她们摆脱家庭束缚，获得自由与解放，

而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以便榨取更多的剩

余价值。“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业资本

家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女性出了名的顺从

性，强迫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和矿区。她们被支

付微薄的工资，长时间在不健康的条件下工作，

变成了资本无须巩固其生产力所需的社会关系

和能力的象征了。”［5］

工业化的发展看似让妇女挣脱了家庭束缚，

走向劳动力市场，获得了就业的机会。然而，事

实是，工业化的大发展使妇女同时承担了两份工

作———她们既要在家庭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又

要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女性虽然获得了

同男性一样参与工作的机会，但是她们付出的劳

动并未被给予应有的报酬。她们同时受到来自

资本和工人阶级男性的双重盘剥，遭受着经济上

的分配不公。家庭责任和工作压力使女性因负

担过重而身处两难境况，结果是女性受剥削的境

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 三) 全球劳动的性别分工: 劳动力女性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在全球盛行，资本市场就已经表现出了对

女性的新的偏好，大量雇佣女性劳动力，尤其是

在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而这也就促成了劳动力

女性化状况的出现，并由此颠覆了工业资本主义

时期关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想象。全球资本主义

背景下劳动力女性化的事实已经使得资本主义

对于劳动性别分工所呈现的意义发生了同样是

双重的、但已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需要越来越多的妇女进

入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彻底消除了“组

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家庭收入理想。在无序

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人挣钱的更

新颖、“更现代”的家庭规范取代了“组织化的国

家资本主义”时期的家庭收入理想，然而没有人

注意到，隐藏在这一新的家庭规范理想下的现实

是实际工资水平的降低、工作保障的减少以及生

活标准的下降。家庭中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动时

长大幅增加，兼职双份，甚至三四份工作的情况，

以及女性作为家长的家庭日益增多［6］。在弗雷

泽看来，妇女解放的梦想已经被利用为资本主义

积累的新动力，事实上，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并

未促进女性的真正解放。正是通过在劳动力市

场上承认和接纳大量女性，在女性有酬劳动的基

础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积

累体制。“新自由主义政策像其他任何资本主义

政策一样，从来就不是为了开创一个公正与性别

平等的社会，也从来不是为了广大穷苦妇女的利

益。……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向第三

世界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但是，这

些机会本身，并不是为了妇女的利益、解放、平等

和自由。相反，她们的‘机会’与资本主义所需求

的廉价劳动力有关，与第三世界经济调整所造成

的男性失业率有关。”［7］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显

而易见的是女性工作时间的延长，工作环境的恶

劣，但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私通”后，则营造

了更为弹性化的吸纳女性劳动力的方式。由于

劳动时间、地点更加弹性化、分散化，工作条件的

恶劣、事实上的劳动时间“自愿的”无限延长，都

不再被看作是有问题的，甚或被看作是工人自己

的事，而是她们的自主自愿［8］。然而，这只是假

象而已。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女性所受

的剥削是赤裸裸的，那么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时期则变得隐秘化了。弗雷泽强调，新自由主义

的全球化非但没有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反而

加剧了女性的贫困化和边缘化，并且在新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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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全球化结盟的情况下，女性所受的剥削与压

迫更加隐秘化了。
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错误代表权”
弗雷泽认为，由于一些政治决策规则或政治

边界错误发挥作用所造成的政治结构上的起点

不公，导致了女性在政治领域处于失语或边缘化

的状态。她将这种政治不公称之为“错误代表

权”，并将其划分为“普通政治错误代表权”和“错

误建构”两个层级。
( 一) “普通政治错误代表权”
在弗雷泽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男性主

导的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决策规则错误地将女

性排除在公共决策过程之外，剥夺了女性作为平

等主体的参与机会，导致了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

失语或边缘化。这种政治不公被她指认为“普通

政治错误代表权”，它常常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

内部。弗雷泽指出，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和体系

否定了女性和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群体作为平等

身份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性或机会。如单名选

区制、赢家通吃、第一名过关制、得票多者获胜等

制度，使得女性和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群体的平等

政治参与权利受到了限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

制定了相关规则，如性别差异规则和性别配额制

等，但在基于性别的分配不公与错误承认相联系

的时候，弗雷泽便开始质疑这些规则是否能够发

挥促进女性平等政治参与的功能。
在民主决策的制定及公共商谈中，女性作为

平等主体的要求也遭到了明显的否定。即使女

性被包含在政治共同体内，一方面她们在决策层

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另一方面在表达自己诉

求的时候，她们的发言往往也会被忽略或蔑视。
而弗雷泽在《性、谎言和公共领域———反思克拉

伦斯·托马斯的确认》一文中所提到的托马斯—
希尔事件①，就是西方国家在政治决策中对女性

诉求进行忽视的典型例证。虽然美国宪法上写

着“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她们只是获得了法律上

和形式上的平等，而遭遇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在

托马斯－希尔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安妮

塔·希尔具有同男性一样的参与政治决策讨论

的机会，但在实际过程中她的诉求却遭到了否

定，在这里女性并不是作为主体对自身权益进行

申诉和主张，而是作为一个对象遭到了文化上的

蔑视和攻讦。
( 二) “错误建构”

随着全球化的盛行，女性群体除了遭受着来

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不公外，还深受跨国界的

政治不公，弗雷泽称之为“错误建构”。在她看

来，“错误建构”的产生是由于政治共同体边界的

错误设置方式，剥夺了一些弱势女性群体的平等

参与机会，从而使她们在政治领域处于失语或边

缘化状态，它属于“错误代表权”的第二层级，是

其深刻表现形式，这种政治不公通常超越了民族

国家的界限。

在弗雷泽的视域中，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

前，现代领土国家一直是讨论正义问题的毋庸置

疑的框架，这一框架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空

间( 也称政治共同体) ，各个政治共同体之间有着

清晰的地理边界。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赋予政

府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每个政治共同体内

的公民也就是正义的主体。质言之，“在一国范

围内，应该服从正义的法律和责任，而国与国之

间却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正义的责任”［9］。然

而，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正义的领土国家框

架正逐步失去其昔日的光环。“政治空间被分割

为独立的领土国家是否剥夺了某些人平等地与

他人一起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机会呢?”［10］弗

雷泽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中，由于现代领土国家

框架被错误地强加在跨国资源上，领土国家的政

治共同体错误地将领土国家之外的弱势女性群

体排除在外，进而剥夺了她们平等参与政治活动

的可能性或机会，使得她们遭受到了政治上的

“错误建构”，这对女性而言是一种“元政治不正

义”，因为它从起点上就将女性排除在政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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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1 年，克拉伦斯·托马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被乔治·布什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在依例规定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大法官确认听证会上，他曾经的助手安妮塔·希尔，一名黑人女性法学教授，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进行过性骚扰，该事件当时在美

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托马斯的上任，不仅如此，希尔的指认反而遭到了公共领域的蔑视和攻击。详见［美］

弗雷泽的《正义的中断: 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翻译，周穗明校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 年，第 104 页。



体之外。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

剧扩张一方面使“各政治共同体联系起来”，对世

界政治格局、全球政治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革; 另一方面强烈的渗透性、掠夺性决定了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仍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重构着

政治的不平等。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

综合国力和在国际经济、政治组织中的主导力，

力图控制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有增无减; 在固有民族国家疆界被

全球化打破而引发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

跨国移民权利保障问题上，尽管国际社会认可非

公民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寻求法律

保护的权利，但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他们享有同等

的政治权利，尤其是参政权［11］。“而如何保护女

性跨国劳动力及以家眷身份迁徙的女性的权益

则更为紧迫; 即使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新自

由主义国家内部，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政治空间

的分割’使女性、穷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或边

缘群体也被排斥在‘政治共同体’之外而无法获

得政治平等参与权”［12］。现代领土国家框架以阻

止妇女挑战压迫其各种势力的方式瓜分了政治空

间，并且将女性的诉求引入到相对无权国家的内政

领域，这种框架就使得国家之外的权力免受批判和

控制，这是女性遭受的一种严重的政治不公。

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制度化的男性

中心主义的文化规范

在弗雷泽看来，性别不平等并不仅仅根植于

两性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它与女性在文化

层面上所遭受的不平等也密切相关，“性别不仅

仅只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差异，而且还是一种文化

评价的差异”［13］。因而她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

文化规范也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规范的特征

是男性中心主义，即赋予男性特征以霸权地位。

而与这一文化规范相伴的是文化上的性别歧视，

即被编码为“阴性的”事物———典型的是( 但却并

不只是) 女性———普遍遭遇社会身份地位的贬值

和蔑视，没有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尊重和社会认

同。并且在她看来，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

文化规范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已经制度化了，女

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她

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否定她们在日常生活

和公共领域内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平等参与的机

会。弗雷泽将这种制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

规范给女性造成的不公称之为“错误承认”。这

一制度化的文化规范以等级制的建构形式将女

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否定了女性享有同男性

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地位。这种制度化的男

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将女性编码为普遍受贬低

和污蔑的“阴性”之物，女性被说成是非理性的和

感情用事的，从而不适合从事智力劳动，但却很

适合从事家务劳动; 女性素质低、能力差、成功欲

望低、竞争心不强、被动、不适合职场……从而将

女性的活动局限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结果是，

制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使女性遭到了诸多伤害，

包括性侵犯、性剥削和普遍的家庭暴力; 日常生

活领域中女性遭受的骚扰和污蔑; 媒体对女性平

凡化、客观化、贬抑性的刻板描述; 受制于男性中

心主义的各种规范( 在这种规范看来，女性似乎

是次要的或异常的) 等等。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2018 年 2 月 21 日报道，根据在线调查，81%的女

性受访者表示在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

扰，51%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曾经遭到身体骚扰，

27%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曾遭受性侵犯［4］。美国国

家司法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印第

安女性和阿拉斯加女性原住民在一生中经历过

暴力，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经历过某些形式的性

别暴力，包括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性等方面的暴

力，其中许多暴力来自于她们的伴侣。《洛杉矶

时报》网站报道，2006 年至 2014 年间，美国 5000

多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亲密伴侣枪杀……这些男

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规范认为女性似乎无足轻重

或者不正常，即使没有任何歧视的意图，也让女性

处于不利境地; 女性在公共领域和协商机构中被排

除在外或被边缘化; 女性被剥夺了全部的合法权

利，无法受到平等保护。因而在弗雷泽看来，在打

上性别烙印的等级制文化范式中，女性又在性别等

级制中遭受贬抑与歧视，并且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

的尊重和承认，遭受着承认上的非正义。

由以上论述可知，弗雷泽在全球化的世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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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视域中运用总体性的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文化

三个维度剖析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并对女

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分配不公、错误代表权

和错误承认进行了批判。并且她强调，这三个方

面的性别不平等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的，要实现

真正的性别平等必须同时矫正这三种性别不公。
至此，弗雷泽建构了其独创性的三维性别正义理

论，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发展。
四、启示

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
自然的关系，而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将会影响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最终将会影响人类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好两性

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性别正义的实现。
( 一) 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无论是有酬劳动和无酬再生产劳动之间的

性别化分工，还是有酬劳动内部之间的性别分

工，甚或在当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全

球性别分工所呈现出的劳动力女性化的特征，结

果都使女性处于一种受剥削与压迫的不平等地

位。从根本上而言，这皆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

一个阶级社会，一小部分人通过剥削绝大多数雇

佣劳动者来积累私人财富，这也正是女性受剥削

与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结构中最顽固的歧

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之

前的阶级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已经以不同的

模式存在着了。但资本主义发明了一种新的截

然不同的现代性别歧视形式，其得到了新制度结

构的支撑。其最主要的变化是: 一方面就有酬劳

动和无酬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分工而言，资本主义

社会通过制造家庭领域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将包

括人的生产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同利润的生

产分开，将前者指派给女性并且不为其支付报

酬，而将后者指派给男性; 另一方面就有酬劳动

内部的分工而言，女性大多从事的是低报酬的女

性主导的“粉领”性工作和家庭服务业，而高报酬

的制造业和专业技术的职业则往往青睐男性，还

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表现出的对大量廉价

女性劳动力的偏好。事实上，在这些分工中，女

性都是被剥削者。在家庭中，她们的劳动被男性

工人阶级无偿占有，社会再生产劳动从属于利润

的生产劳动。在工作中，她们又被视为次要劳动

力，被支付低额工资，遭受着资本家( 资本) 的剥

削，资本主义也就是在这种剥削女性劳动力的基

础上创造了新的积累体制，弗雷泽将这种做法称

之为经济上的“搭便车”。结果就导致了男女两

性之间在经济上的分配不公，从而也就为女性的

从属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要改变女性受剥

削与压迫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

主义的剥削制度，代之以无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
( 二) 克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肯定家务劳动

的价值

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大多数人

看来，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是劳动，是女

性的“母职”，并且是丈夫有权享受的服务。这也

就意味着“女性生命中有一部分是经济上看不见

的。无论她是否属于拿工资的劳动力，她能量中

的主要部分都贡献给了家庭和家计的生产，全部

都不被当成工作的工作。”［15］其实，这就是父权制

经济系统在现实中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如

美国，那些看不见的家务劳动使得职业女性等于

拥有两份工作。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的

妇女解放，一方面女性摆脱了父权制社会的束

缚，另一方面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

同样使得女性获得了两份工作，一份看得见，一

份看不见。那么经济上的看不见的部分究竟有

多大呢? 国际劳工组织在 2018 年 6 月发布的

《照料工作及其体面劳动的未来》报告中指出，通

过 64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天全球将产生

164 亿小时的无偿照料①，这相当于 20 亿人每天

工作 8 小时，但并无报酬。如若将这些服务按每

小时最低工资为基础进行估价，那么这些服务所

产生的价值将占全球 GDP 的 9%，相当于 11 万亿

美元［16］。因此，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

到，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对国家经济以及社会

福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满足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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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需要，是社会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然

而，在当今社会现实中，这些劳动并未被赋予应

有的价值，这对于女性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家

务劳动有酬或无酬是决定女性是否进入就业市

场或继续就业的关键性因素，这也是实现性别正

义的题中之义。因而，我们首先应该努力克服性

别化的劳动分工，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一方面

要消除男性和女性在有酬生产劳动和无酬家务

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分工，鼓励现在的男性与女性

共同承担家务劳动，这将“打破女性与家务劳动

的必然联系，对于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有着巨大的

作用”［17］，有利于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

出来，更多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也要消

除有酬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工，实行同工同酬，从

而真正实现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正义。
( 三) 赋予女性更多的代表权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

女性在政治方面上的代表权都是缺失的，她们在

政治领域中的参与率是非常低的。由各国议会

联盟和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2015 女性参政地

图》报告显示，全球仅有 19 位女性领导人，其中

欧洲 9 位，美洲 6 位，非洲和亚洲分别为两位，阿

拉伯和太平洋地区为零①。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权力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但是

在它们进行的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并未体现出对

女性的诉求和利益的关注。女性的声音在发达

国家在各项政策、全球性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执行

中，常常也是被淹没或忽视的。因而，仅仅获得

经济地位上的独立是不能实现女性获得彻底解

放这一目标的，女性群体还必须要获得足够的政

治代表权，以有效地表达她们自身的诉求和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

从女性的特殊需要出发，赋予她们更多更具有实

质性的代表权，并且将性别正义问题上升到政治

的高度。就我国而言，这就预示着我国的女性事

业可以追求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目标，即代表权正

义。这就需要我国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

贯彻性别正义理念，将性别正义纳入公共政策中，

进一步完善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女性

话语权以及事实平等的实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这也将启示我们，应该把使女性获得更多的代表权

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女性视

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 四) 重构文化规范

制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往往将女

性视为次要的或异常的，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

和议事机构之外，或者使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拒绝女性拥有全部的法律权利，拒绝其享受保

护。这是对女性身份的蔑视或歧视，这导致女性

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这些伤害对她们而

言都是承认的非正义。因而，性别平等的真正实

现还需要矫正女性所遭受的承认非正义，给予女

性应有的承认和尊重。由承认非正义所带来的

这些伤害或不公根源于制度化的男性中心主义

文化规范，独立于政治和经济而存在。所以，对

于这些性别不公不能单独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再

分配来矫正，而是要通过给予女性独立的承认来

矫正。克服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不平等，我们需

要改变赋予男性特权、拒绝给予女性平等尊重的

文化价值规范。我们必须使男性中心主义文化

规范去中心化，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重新评价被

蔑视女性的身份和价值，在全社会肯定并建构一

种颂扬母职、认可女性贡献的文化价值规范。
( 五) 促进女性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在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

之下，贫困女性的生存境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

遭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并且剥削的方式也更为

隐秘。女性不仅受到来自民族国家内部男性和

资本的压迫，同时还深受跨国力量( 资本) 的压

迫，显然在全球化时代女性解放事业已经溢出了

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由于

拥有共同的生存境遇，为了实现女性群体自身的

真正自由、独立和解放，当前的女性主义运动不

能仅限于民族国家内这一隅之地，还必须走向联

合，甚至可以联合其他一切进步的力量，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男性的力量，来共同推

进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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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Fraser’s Three－Dimension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Inequality

MA Su－mei
(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As a feminist leader of the new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Fraser uses the overall approach to
reveal the social root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 her view，the
unfair distribution caused by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supported by capitalism leads to women’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men; the wro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leads to women’s loss
of their voice or margin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in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democracy; misrecognition
caused by male－centered cultural norms leads to women’s inability to gain equal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with
men，and depreciation of identity and value． Ultimately Fraser construcs the original three－dimensional gender
justice theory，which i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is reveals that the re-
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must overthrow the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system，overcome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division，affirm the value of housework，give women more representation，reconstruct cultural norms，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feminist movement to international unity．
Key words: Fraser; capitalism; criticism; gender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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